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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一行长伪造理财产品 涉案或高达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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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行长涉嫌伪造理财产品，并以理财产品“让利”转让的方式吸引该行的
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致使逾150名投资者被套，涉案金额或高达30亿元。

谎称
产品保本保息收益高

近日， 多名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的私人银
行客户向记者反映，4月13日， 民生银行北京航
天桥支行行长张颖被公安机关带走。 公安经侦
部门通知投资者去做笔录时， 该行鲸钻高尔夫
俱乐部的逾150名私人银行客户才得知———他
们此前在该支行购买的保本保息理财产品，系
支行行长张颖等人伪造， 总规模可能高达30亿
元。

多位投资者提供的产品资料显示， 这些私
银客户购买的产品，在形式上，属于从其他投资
者处受让民生银行发行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
品，多数以“非凡”系列XX期命名（也包含其他
名称，比如一位投资者购买的产品名称为“结构
性存款H-1”）。

多名投资人表示， 张颖及其他该行工作人
员向他们推荐该产品时称，该产品保本保息，由
于“原投资人急于回款，愿意放弃利息，一年期
产品原本年化收益率4.2%，还有半年到期，相当
于年化8.4%的回报”。

上述投资人称，事发后，投资人们亦紧急联
系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总行高层寻求解决方案，
但获得的答复是，该理财产品系伪造，民生银行
已报案，且表示此事件为张颖的个人行为。

偶然询问
牵出虚假理财大案

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鲸钻高尔夫俱乐
部成员均为该行个人金融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
私人银行客户， 不少人在民生银行投资理财超
过10年，对该行一度十分信任。

黄先生就是其中客户之一。他表示，此前在
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购买过多种产品， 其中有
一般理财产品、 也有针对高端客户的信托产品
等，但他未能分辨出这个所谓的“虚假理财”产
品和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同，且此前数期产品，
并未出现不能兑付本息的情况。

据投资者介绍， 此事的暴露纯属偶然。4月
12日， 一位民生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拍了一张该
理财产品的照片， 发给他在民生银行北京分行
的熟人，询问这款又保本收益又高的理财产品，
为什么只有航天桥支行在卖， 其他支行或渠道
能否买到？

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询问， 竟然暴露了一
起数额巨大的骗局。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查询发
现，该行并未发行过这款理财产品，相关领导找
到航天桥支行行长张颖， 询问情况后决定上报
总行，最终由民生银行总行向公安机关报案。

4月13日，支行行长张颖等人被公安机关带
走。随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经侦支队对
此立案侦查。当日晚，鲸钻高尔夫俱乐部的几名
投资者接到公安机关通知，连夜去做了笔录。

4月14日， 闻讯而来的100多名投资者被告
知张颖因涉嫌卖虚假理财产品，已经涉案在押。
由于事发突然， 此类调查需等公安机关有结果
后，才能向投资者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同时，民
生银行总行层面已经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

黄先生表示， 他是2016
年4月开始购买民生银行航
天桥支行这类“转让理财产
品”的，每笔投资起点为300
万元， 至今成功购买超过10
笔，已有3笔到期后返还了本
息。目前还有7笔，共2000多
万元没有到期。

他表示：“当时航天桥支
行行长、 副行长和理财经理
都跟我们说， 这款产品是他
们千辛万苦才从总行争取到
的， 只给我们鲸钻高球俱乐
部的大客户， 保本保息。”其
实， 与其说这些私银客户购
买了理财产品， 更准确地说
是他们买了别人转让的份
额。

黄先生表示， 航天桥支
行工作人员当时的解释是，
银行有很多大客户买了定期
理财产品后，急需用钱，因为
不到期不能赎回， 就会牺牲
一定的收益将产品转让出
去。“这样的说法很合理，为
了资金流动丧失一部分收
益，又是保本理财，对我们来
说又安全又划算。”

记者从投资人处获得的
一份《中国民生银行理财产
品转让协议》显示，该协议转
让方为自然人崔华琦， 转让
份额是300万元，转让标的名
称“非凡资产管理保本第176

期私银款”。
该转让协议正是构成此

事件的关键。根据协议，转让
款由“新投资者” 直接打给
“原投资者” 的个人账户。转
让协议中，除了转让方、受让
方分别签字外，还盖有“中国
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储蓄业
务”的公章。至于这枚公章的
真实性，目前尚未可知。

其他一些投资者购买的
“原投资者”的账户名包括崔
华琦、池会杰、王静等，开户
行均为民生银行航天桥支
行。

一位投资人称， 为获得
投资者的信任， 除产品转让
协议， 该行还以付款方为甲
方、收款方为乙方、民生银行
为丙方的方式， 签订了一份
《交易资金监管协议》。 约定
民生银行对产品转让方，即
收款方的账户进行监管冻
结， 确保该产品到期后本金
及收益划转给付款方。

记者接触的多名投资者
表示，鲸钻俱乐部成员投资的
金额大多为2000万~3000万
元，数额高的达到6000万~8000
万元， 数额少的也有近1000
万元尚未兑付。 仅鲸钻俱乐
部的成员就有超过150人，其
他投资者和涉及金额还在统
计中， 估计涉及规模约30亿

元。
近年来， 不少银行出现

违法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的
“飞单”等事件，因此监管的
力度也在加大。2014年，银监
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关于2014年银行理财业务监
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也称39
号文）。

39号文明确表示， 银行
发售普通个人客户理财产品
时， 需在宣传销售文本中公
布所售产品在“全国银行业
理财产品登记系统” 的登记
编码， 而客户可依据该编码
在“中国理财网”查询产品信
息， 未在理财系统登记的银
行理财产品一律不得销售。

记者查询民生银行官网
和中国理财网， 均未搜到投
资者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
但有多款产品名称与之类
似。

在监管部门对“飞单”的
整治中， 要求金融机构对理
财产品销售实行“双录”。黄
先生等多名投资者表示，在
民生航天桥支行购买“转让
理财产品” 时， 同样有“双
录”。 销售人员会询问投资
者，是否知道这款理财产品，
知道其中的风险， 购买者需
要按要求回答知道， 并对这
个过程录音、录像。

为何
铤而走险？

在被告知购买的理财产品
并不存在， 这些转让产品的所
谓“原投资者”也属虚构后，鲸
钻俱乐部的投资人猜测， 这些
收款账户， 可能是张颖等人控
制的亲友的账户， 但目前这个
说法尚未得到民生银行或公安
部门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银行
航天桥支行拥有数百名私人
银行高端客户，在业内也属罕
见。

民生航天桥支行财富俱
乐部的微信公众号4月1日发
布的消息称：“航天桥支行的
私人银行客户数达320余人，
是全国私银客户最多的支行。
而他们的服务团队，从主管行
长到理财经理，平均年龄不到
29岁。”

多名投资者反映：“航天桥
支行是民生银行的明星支行，
张颖本人出生于1982年， 毕业
于人大金融系， 此前在外资行
工作， 到民生工作后也是很受
重视。她本人是实干型，想做出
一番事业。”

为何一个明星支行的支行
长会选择铤而走险， 伪造理财
产品， 把如此巨大的资金挪到
银行体系外？———这是投资人
颇为不解的问题。同时，如此大
额的资金最终去向何处， 目前
亦是谜团。

有投资者表示：“听说张颖
投资了一个地产基金项目。”不
过，截至记者发稿，这一消息并
未获得民生银行及公安机关证
实。

据投资者介绍，截至4月17
日上午，已经有120多名投资者
签名登记， 要求民生银行按期
兑付理财产品， 并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投资者们在给监管部门的
一份“紧急情况反映材料”中表
示，2016~2017年期间，“我们通
过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行长、
副行长、理财经理强力推荐，在
柜台内购买的‘非凡资产管理
保本理财产品’，并有一些购买
文件为证。”

投资者认为， 这些文件是
由民生银行出具并加盖公章
的， 因此民生银行有义务兑付
本金及收益。

投资者与民生银行之间的
博弈，才刚刚开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上百名客户买了假理财产品


